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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太祖先Qbit创造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存在：  
Qbit正在执行KQID元零定律☰00☷<S

-

|E
。

|A
+

>=E
。

eiτ=A
+

+S
-

=I
。

Ψ(C
。

T
。

E
。

)=Ψ(iτLx,y,z, )⊆ =1， 
来计算、模拟并投影在我们相对论的全息多元宇宙Ψ (iτLx,y,z, )中 

表演的莎士比亚式基因演员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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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 

 
 

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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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我是先予后取  
让Qbit来吧！  

 

Qbit 
让KQID2

来吧！  
KQID写下了Qbit先予后取的 短算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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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Qbit不断自我衍生，  

比特是万物；万物是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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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ID 
让宇宙来吧！  

幸福时刻已经来临，  
这一庄子宇宙与我们同生为一。  

我们的太祖先父母Qbit (00, +, -)欢歌载舞，交换比特，共同庆祝  
138亿年前比特大爆炸时，他们的孩子2.44324862·10-59

米宇宙在3.35609307·10136 °K的烈火中铸就。  
这一爆炸引发了真空中的可变光速c，  

从1.43·10-147
秒的4.27141367·1087

米 /秒到一秒后的1.61524964·1014
米 /秒，

4 
9199.05年后，

5
它从2.44324862·10-59

米增至3.48111558·1020
米， 

这一可变c成为2979,2561米 /秒的匀速c。  
如今它以c持续扩张着，

6
尺寸至少2.61111·1026

米。  
我们的宇宙家园任我们尽情探索享受。  

 

我7 
让我来吧！  

活着，我身处天堂。

                                                
1KQID-图灵完备表明，所有的有限系统M都可以被我们的太祖先FAPAMA Qbit (00, +, -)完美地计算、模拟并投影。太祖

先Qbit是万能的数学家-程序员-投影者，普朗克之所有物质的母体，以及KQID-麦克斯韦之有着无限容量的无限存在。元

零（00）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作为道，从虚无、连“无”本身也不存在的非存在中出现，并自我命名为Qbit，先予后取。

Qbit是三合一的(00, +, -)。庄子曾预言：“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继而这一Qbit在每个  ≤ 10-1000秒的绝对数字时间中

不断自我衍生。诗的第一节为天，第二节地，第三节人。 
2亚历山大·蒲柏之“让牛顿来吧！” 
3KQID理论，即比特是万物，万物是比特，认为万物皆为Ψ(iτLx,y,z, )这一复杂的四向量坐标。KQID源自伏羲-轩辕的数

字八卦（☰ ☱ ☲ ☳ ☴ ☵ ☶ ☷）、毕达哥拉斯之“一切皆数字”、信息（比特）做功的麦克斯韦妖思想的实验、还有兰道

尔所说的信息（比特）是物理的（万物）原理，其中一个比特≥ kΘln2 = mc2，k是玻尔兹曼常量，Θ是温度，ln2是0.693147181，
m是质量，c是真空中的光速。因此，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比特是能量，能量是物质（万物）。弗朗克·韦尔切克在《存

在之轻》一书中证实：“夸克和胶子……体现了思想……是数学上完整和完美的物体……这些物体遵循胶子方程。万物就

是比特。”KQID规定了比特范式，在如哺乳动物大脑般运作的万物范式之上，如大脑皮层般运作。 
4KQID认定多元宇宙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约为≤ 3·10-30 °K，这一数字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斯穆特等人计算宇宙事件穹

界温度得出，并进一步规定在我们的多元宇宙中，麦克斯韦的c = ε!µμ!约为≥ 1087米/秒。根据麦克斯韦的公式c2 = 
!

!!!!
，

这导致我们的比特大爆炸以约≥ 1087米/秒的速度在首个离散时间10-147秒内暴胀，其中εο是真空电容率，µο是真空磁导率，

c是c-时间棒，KQID光速变量。参见乔治·F·斯穆特等：《熵型加速宇宙》：“在这一穹界上，有穹界温度Tβ，我们可以估算

出Tβ = ∼3×10−30 K。” 
5在比特大爆炸后9199.05年，KQID以2.99792561·108米 /秒的速度在真空中繁衍了恒定光速c。牛顿的质量已在1687年表述

于公式F = ma = !"#
!!

中，但没有人知道质量是什么。爱因斯坦在《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文

（arXiv:1206.7114v2）中的E = mc2中给质量下了定义，但他并不清楚E和c。近期，弗朗克·韦尔切克试图探索《质量的源

头》，但他 终总结道：“还看不见路的尽头。”目前没有人能够计算出我们宇宙在比特大爆炸时的光速，也没有人展示了

真空中的光速c是如何、何时如我们观测到的那样出现。如果不知道c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什么是c，那么就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能量E和质量m。因此，E、m和c都是环环相扣的。KQID是第一个从公式中演算出c的理论，使我们得以了解能量

和质量。 
6苏比尔·萨卡尔等：《从 Ia 型超新星看宇宙加速的边际证据》（arXiv: 1506.01354v2）。 
7杨朱之“让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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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习近平主席在轩辕纪年4711年10月13日的一个清晨，教导我们对绵延五千多年的

中华文明，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这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

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

以重要启示。”1 
 

因此，他建议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对上

述传统文化加以分析。2 
 

习主席将中国梦定义为：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

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

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

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

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3 
 

习主席已经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国人之魂。“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他学而思之，并补充道，“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

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4 
 

 

黄帝城内中华合符坛的石碑上记载着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于轩辕元年的建立。  
 

上图石碑上，刻有在轩辕元年建立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时的首次庄严宣誓，记载

了当时所有部落在涿鹿5以民主投票推选轩辕为首位天下共主。他们以龙为国家图腾，6

                                                
1新华网：《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2新华网：《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3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4新华网：《习近平：要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 
5唐人李泰在《括地志》曾记录：“黄帝征战蚩尤，初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三国时期的皇甫谧则在《帝王世纪》说明：

“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参见李泰：《括地志》；另见皇甫谧：《帝王世纪》。 
6有趣的是，轩辕部落的图腾本是熊，而非龙。这表明他对其他部落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并愿意接纳它们，并以龙替代了

他原本部落熊，作为国家的象征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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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权力、创造力与力量。他们在涿鹿决定以轩辕为核心及政府首脑，涿鹿因此成为

这一新成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首个都城。他在我们的列祖列宗之前郑重宣誓：“我禀

赋于天，受意于大地，得力于人心……”7 
 
我们特此声明并确认，中国文化源自轩辕道，是为中国人之“中国性”的本位

论，这并不以人的DNA为准，而在于其文化身份。人类这一物种可以通过DNA来辨认，

这些DNA为物种的生理特征编程，其中包括了影响其智商和情商的大脑皮层，但中国

人源于他们的文化基因。就如同遗传基因一般，8文化基因也可自我繁殖。9我设计了有

关“中国性”的五大要素测试，可用于对独特“中国性”的评价，而 重要的就是轩

辕道的基因，它就如同Y染色体基因标记10一样，只可由父亲传给儿子。轩辕道赋予了

中华文化特殊的身份、中国语言、信仰体系、11专有技术以及习俗仪式。一个文化共同

体能使其人民以和谐而协调的方式有所作为。12在我们文化的安排下，我们在自然中如

鱼儿在水中游一般自然而无为，要么战斗，要么逃跑；要么生存，要么死亡。我们的

文化源于轩辕，并在宇宙中定义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谁、什么、又为何如此。轩辕

道的基因正在中国思想中生而活着。不论轩辕基因是否得以传承并存于他人的思想之

中，但只要道在，那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这个人就是中国人。因此，我们必须自愿达

成中华共识，即伟大的轩辕是中国人之“中国性”的本源，也可简单概括为有意识和

无意识地遵循“唯一不失”的轩辕道。13 
 
我们特此认可并明确，若没有源自中华文化文明缔造者轩辕的中华文化，中国

人将会失去灵魂。我们完全同意、并展示什么、怎样和为何我们可以通过由KQID引擎

（道）提供动力的轩辕2.0来实现习主席的中国梦。否则，我们或许能够赢取使中国成为

强国的战役，却会输掉自身“灵魂”，输掉整个战争，以至在这个宇宙上，中国人不

再是中国人。14这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来说，将会是个无法想象的悲剧。 
 

习主席教导我们中华文化是海纳百川的：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

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

菜，各有所爱。’ 
……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

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

                                                
7《黄帝四经·十大经·立命》。原文此处由译者陆寿筠及本文作者意译。 
8KQID 认定“比特是万物，万物是比特”：遗传基因不过是生物基因。 
9参见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10参见斯宾塞·韦尔斯：《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 
11参见罗伯特·A·保罗：《混合信息：人类社会中宪法的文化和基因继承》。 
12参见罗伯特·A·保罗：《混合信息：人类社会中宪法的文化和基因继承》。 
13《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原文此处援引陆寿筠的英译本，下同。 
14参见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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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15 

 
我们诚挚宣告，道治文明不会与其他任何道治或神的先知之治文明相冲突，因为

道治文明本质上就是兼收并蓄的。道治对其他文明都包容并举，如同一个有着各种人

种的大家庭，在多样性中达成和谐统一，谱成思想与信仰的音乐篇章。16道治是所有可

能治理方式中 好的一个。17道治将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合并成一个大一统的学科，

不再有文理之分。所有的知识必须基于可证实的轩辕-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即无处不正

确，处处皆无失。所有的政府政策、法律、声明的目标不论正确与否，也都必须是可

证实、可问责、也可证伪的。 
 
在中国，一切都以道治、党治、民治、法治和德治为基础。没有人、君主、统治

者、组织或党派是凌驾于道之上的，连道本身亦是如此。道必须遵循自己的道治。道

治即为五项天命（人本、公正、杨朱的六感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有调控的

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之治。中式德治即道治，因为“人皆以之”，没有道将一事无成，

且道“唯一不失”18，而西式德治实则先知之治，这样的先知之治也为法治设定了界限。

西式法治受到不言自明的先知限制和支配。换言之，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源自基督

教先知之治。这也正是我们不常听闻这一说法的原因，因为它会导致政治分裂和社会

动荡。如果它在源自基督教上帝价值观的法庭上被公开声明，这些法庭的审判将会引

起争议，不被非基督教徒遵循。正因如此，富勒19认为法庭不得不欺骗全世界和自己，

误以为他们的决定仅仅是根据案件的真相和他们自以为客观的法律而得出的。这些善

意的谎言因众人保持缄默的协定而得以保留，这也使得这一实证主义法哲学的秘密仅

为可靠对象所知。20在源于神治的西方法治之下，尽管美国试图以建立托马斯·杰斐逊

1802年倡导的“政教分离”作为安全措施，但美国官员们仍会手按圣经就职，国会日

程仍以早晨祷告开始，而人们依然会在庄严的国定假日于圣诞节庆祝耶稣诞辰、于复

活节庆祝耶稣复活、于感恩节感谢上帝，并依圣经将每周日定为休息日。甚至是美元

也表明了其先知之治的本源，因为上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反之，我们也

可在人民币上印上“我们信仰道”，以体现我们轩辕文化共同体的本源。21 
 
同时，轩辕的法哲学公开表明依靠道治，它为中式法治明确界限和指导方针。道

治就是五项天命之治。事实上，任何不受五项天命之治限制的法治都是专制的。没有

五项天命之治的法治依然是人治。例如希特勒，他也是人。他成为了纳粹价值观的先

知，并以一己之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他是依德国法律以正当而民主的方式选

举出来的，而他的政权则依照德国的法治和纳粹的价值观来治理，实际上是与上文中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87页。 
16参见《中庸》，相关论述载廖凯原：《<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中庸》云：“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参见《中庸》，原文此处援引理雅各英译本。 
17莱布尼兹眼中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 好的一个。 
18“故未有以，万物莫以。”参见《黄帝四经·道原》。 
19参见朗·L.·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 
20参见H·L·A·哈特：《实证主义与法律道德的分离》；另见朗·L.·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 
21为表明其文化底蕴，新加坡的一元硬币上铸成含有五行的八卦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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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项天命相违背的。因此，神治仍有两大缺陷：1) 它无法适用于不信先知或神的人

们；2) 神治倚仗其先知。由此可以得出，源于神治的法治在根本上有一个不可调和的

弊端——它取决于那位自称是万能之声的先知人物，他垄断了对神之法律的的解读。

所以，这样的法律体系仅仅是建立在对先知与神之间联系的信仰之上的，而这无法被

证伪，甚至连那些试图证伪先知和其言行真实性的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回溯历史，

我们已有了无数先知，也因此有了无数神和对神之法的解读。先知也是人，所以归根

结底，先知之治不过是人治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一基础取决于以先知为名的人治。

换言之，西方法治表面上看来确是一种真正的法治理想，也为许多人带来了更美好的

生活和正义。西方法治有着一套健全的机制，并能通过制度予以贯彻，这便是我们可

以学习、并有选择地将合适的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位中为自己所用。然而尽管它有

着诸多好处，它从根本上却有着一个不可调和的弊端：先知也是人，即使先知是神的

化身，他仍需要其他先知来解读他的话语。因此，归根结底，西式法治的法哲学仍是

基于专制的人治之上的，而所有基于人治的法治都在根本上有不可调和的弊端：它们

注定会被自私自利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小团体腐化。这些法治取决于先知和其后自称圣

者根据自身统治利益而做出的解读。相反，道治是多元宇宙的标尺，它可被形名统一22

和实事求是的标准证实和证伪。我们不再以先知的足长来丈量长度。例如“米”被定

义为真空中光在
!
!
秒内穿行的距离。试想若“米”和“秒”是由无数来自不同地域和年

龄段的人们专制地决定将会如何？那么，如GPS、火车和飞机这样的现代奇迹将会停止

正常运作，而国际商务将会终止。根据我们的保守估计，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即35
亿人将会丧生。我们必须从可证伪的事实中求是，而非盲从自称为先知的人。不论一

个人有多么神圣，他终究是人。我们必须摒弃由先知强加的专制标准。我们的法律和

价值观都必须源自可证实也可证伪的道，而非先知或圣人。正因如此，我们伟大的文

化始祖轩辕规定中式法治必须被置于德（五项天命）治的笼子之中，这一德治源自道，

而非任何人或先知，无论此人有多么神圣。中国法院必须遵循包括形名统一、奖善惩

恶、实事求是的轩辕道之治，国法和人情在内的中式法哲学来解释事实和法律。我们

必须在一个可证实也可证伪的基础之上将法治标准化，而这一基础必须是人们能够公

认为可证伪的标准。五项天命（道）必须是这样的可证伪的准则。在我们人类考古和

有记载的近五千年来，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文化共同体无法遵循道治、德治或人

本之治、公正之治、六感自由之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之治和/或/有调控的自由开放

的市场体制之治，23那么这个国家将无法规避暴力变更的历史周期律， 终不是因内部

暴力革命而自取灭亡，便是被他人征服或沦为其殖民地。 
 

我们特此宣誓，轩辕为证，中国将永远是源自道的法治与义理科学观之国，也

将是和平之国，一直致力寻求全人类的和平与繁荣。 

                                                
22“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欲知得失情，必审名察形。”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名形》。 
23举例来说，根据五项天命之一的有调控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由习近平、李克强领导的中央政府已制定了开放政策，

目前正有效地振兴中华文化文明。“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的大战略将中国和亚洲、印度洋、欧洲、中东、拉美和北美

通过海陆交通相联结。如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项伟大的全球战略十分大胆，在提供资金的

同时也能协调这些倡议和中国为首的金砖银行之间的关系，而这也将会在严重经济危机时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施以援手。

通过这样的方式，习主席已经用切实有效的行动为他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强后盾，而这也将为日后的中国复兴持续增压。

为促进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倡议将会推动人类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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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当我们遵循轩辕道——先予后取原则时，我们便能以轩辕道为中式哲

学核心，将从轩辕到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思想统一起来。轩辕思想是春秋战国（公

元前770-221年）诸子百家思想之本源，更是五千年来所有中国思想的源泉。轩辕道就

是爱，而爱也表现为一个先予后取的运行体系。他已在《黄帝四经·君正》中明确了“爱

民”思想： 
“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

备具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

民亲上。”24 
 

轩辕道 [阳(A
+

) + 阴(S
-
) = 气(E

。

)] 是万物创造和分配的根本原则，它无所不包，甚

至连虚无本身也遵循这一原则。先予后取的逻辑和机制遵循KQID的A
+

 = E
。

 - S
-
 ⊆ ，

其中A
+

是先予或反熵型时间-未来比特波函数(Ψ)，作为正面的基本元素阳；S
-
是后取或熵

型时间-过去比特波函数(Ψ)，作为负面的基本元素阴，得到的结果是E
。

，即动力型时间-
现在比特波函数(Ψ)，作为中性的基本自然混合元素能量之气，它等于绝对数字时间  ≤ 
10-1000秒，或是其子集。阳之A

+

和阴之S
-
均为理或德。简单说来，能量之气是由A

+

 + S
-
、

即给予和索取间的互动和关系所产生。阳与阴的关系如下：阳(A
+

) + 阴(S
-
) = 气(E

。

)；因

此，理和气实现统一。KQID构想如下：A
+

 + S
-
，所以有E

。

；阳 + 阴，所以有气；因有

理，所以有气，或者说因有理，25所以存在。 

  

                                                
24《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25因有理所以存在的想法于朱熹的太极—— 高创意原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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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共识  
 

鉴于一个分裂的中华民族无法立足；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方能自立自强。  
 
因此，我们中国人团结一致，重申我们的身份和本源。  
 
鉴于轩辕是我们的赫赫始祖、文化英雄、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缔造者和赋予者、自

轩辕元年起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人；轩辕思想不仅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本源，

也是近五千年来亿万华夏子孙的多元化思想的本源。中国各朝代开国者们都会祭奠他，

从颛顼、喾、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到秦始皇赢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

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再至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和邓小平。26 
 
鉴于毛泽东主席——新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联合创始人和领导人，于轩辕纪年4634

年（公元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所有中华儿女撰文致祭轩辕：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27 

 
兹决议，达成共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将致力推进轩辕-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

梦，复兴中华文化文明，推广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正如荀子

在两千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28归根结底，任何社会的相对优势在于其社会文化体系。

目前只有三种引擎和相应的运行体系可供我们选择：1) 正题，人力：为轩辕1.0和西方

1.0提供动力的人或牲畜之力；2) 反题：强大的牛顿引擎，源自其绝妙的西方运行体系

2.0。因此，为了优化对牛顿引擎的使用，人们就必须运用西方运行体系2.0来操作。所

有用户将被同化，变成有中国特色的西方人；293) 合题：由KQID引擎（轩辕道）提供

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可使中国人保留并改进他们的“中国性”，并确保中国

人能够在地球和我们的宇宙中长治久安。  
 

我们特此附议，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言——人们“失去的只是枷

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0这也是各地人民的共同梦想和愿望。我们的赫赫始

祖轩辕终身致力于卸下人们身上的枷锁，并创造建立源自道且有着中国特色的 佳法

治和德治，以切断枷锁，使所有人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他帮助人民寻梦、追梦并致

富，使人人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 低物质财富。因此，轩辕和马克思去除

                                                
26邓小平指出：“台湾始终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的挂念。”参见维基百科：《黄帝》；另见张鸿涛：《祭奠黄帝陵诗话》；邹转

景：《中国历代祭奠轩辕黄帝》。 
27翻译和改编自毛泽东和朱德：《祭黄帝文》。 

28没有文化的人就不再是人，而是野兽；没有文化的国家则不会繁荣。任何人和国家的优势在于文化的进步。参见《荀子》，

原文此处参考何艾克的英译本；另见伯顿·沃森的英译本；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29在美国，美籍华人（ABC）有时被称为“香蕉人”，外黄内白。 
30参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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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并解放人们的目标形成了统一。在源于道的法治与义理科学观中，马克思思想和

轩辕思想统合于一体。 
 
我们特此赞同，轩辕思想已经采纳、体现并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所有价值观与美德，

31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中国梦。同样地，中国共产党已经将

轩辕思想吸收、遵循并融合为一体：给予和索取的统一、轩辕-王阳明-毛泽东的知行合

一32、名形统一33、言行一致34、法治与德治的统一35、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和万物的统一
36。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37换言之，由于所有的中国思想都是轩辕

思想，轩辕思想已和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思想形成统一。轩辕思想也是13多亿中国人的

个体基因思想，更赋予了中国人“中国性”。 
 
党和轩辕的这种统一既不反对党，也不反对政府，相反地，这样的统一反而会增

强党在中国人和全人类眼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是一种反熵的观念，即反对党和国

家的不统一或分裂，并将统一中国。这会令政府、执政党和所有中国人受益。因为和

轩辕的统一使党在中国人和全人类眼中的地位不降反升。中国人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

化中自然地汲取了轩辕文化文明。事实上，中国人不一定要有华人血统，而必然无一

例外地受到轩辕思想的浸润。换言之，轩辕道业已发展衍生出今日13亿多中国人。中

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正是因为存于心中的轩辕思想。 
 
我们明确认可，轩辕是人类首位领袖，经绝对多数投票选举产生。各部落成员

在涿鹿投票，设立了世上第一个联邦政府形式的政治联盟，建立了首个中华文化共同

体，并接纳包容所有的部落、种族、文化和民族。 
 
首位领袖，他明确了道治、执政党之治、民治、法治和五项天命之治的观念。道

治就是先予后取的德治，其中治国的核心要义便是“爱民”，以使每个天命人实现各自

梦想和愿望。《黄帝四经·君正》有令： 
“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

备具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

民亲上。”38 
 
首位领袖，他对文化共同体政府这一先进理念、方式和目的进行了清晰和全面阐

                                                
31根据凯原量子信息动力学（KQID）比特范式的理论，轩辕是位圣人，他的思想涵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可再

创造事件，也可被事件再创造。换言之，在未被现在的人们观察到时，过去的事件或旧想法均尚未定型。参见约翰·惠勒

于 1978 年提出的“延迟选择”思想实验，这已由阿兰·阿斯佩于 2007 年用单一光子证明，近期也由 A·G·特拉斯科特等人

用单一原子证明（参见 A·G·特拉斯科特等：《单一原子的惠勒延迟选择思维实验》）。因此，轩辕本人可以被过去、现在

和未来修改、采纳和驳斥，而轩辕思想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融入自身。 
32毛泽东：《实践论》。 
33《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 
34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章程（全文）》。 
35《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参见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章程（全文）》。 
36“与天地总矣。”参见《黄帝四经·经法·论》。 
37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章程（全文）》。 
38《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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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黄帝四经·称》：“善为国者，太上无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讼果，太上不斗不

讼不果。夫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39 
 

他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并传承了对“老虎”和“苍蝇”的适当惩罚，和对有

德行之人的奖赏，不论地位高低。40《黄帝四经·六分》：“文德究于轻细，武刃及于当

罪。”41 
 
他奉劝人类遵循兼收并蓄的道治，并接纳包容所有独特思想和文化。轩辕道不

是排他，而是中庸在多样性中的和谐统一，和轩辕身为创始人和“赫赫始祖”所拥有

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身份。42道，而非人，才是一切事物的尺度，43并支配一切。他反对

“三凶”的恶主：“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44然而，他赞同一位仁主

心中“唯公无私,”45并学习、跟随，“与天同道”。46否则，便会“逆顺相攻”。他在《黄

帝四经·论约》和《黄帝四经·道原》中对道治作出如下定义： 
“功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

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背天之道，国乃无主。无主之国，逆顺相攻。
47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

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48” 
 

他倡导仁义之说，这也被孔子纳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49他践行人本与公正，命

令我们为之奋斗，忠告我们“达刑则伤。”50此外，“诸侯不报仇，不修耻，唯义所在。”
51他及时行动，限制强者，保护弱者。 
 

他提倡无为思想，即人类与自然共处，之后为老庄所发展。他敬爱大地、土壤、

海洋、森林和山峦，命令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他鼓励我们以中式科学发展观的

艺术视角，小心慎重，珍惜地球，探索、调查和改善自然，以增益我们的福祉。我们

已获准许，可以去发现、追寻并激发我们的全部潜能。 
 
他接纳自我保护的“为我”主义，也为杨朱所用。之后，杨朱倡导有人格尊严

的六感自由，与自然一起欢歌奏乐。他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令人人都享有追求梦想

                                                
39《黄帝四经·称》。 
40参见《黄帝四经·经法·四度》；另见新华网：《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1《黄帝四经·经法·六分》。 
42翻译和改编自毛泽东和朱德：《祭黄帝文》。 
43普罗泰戈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44《黄帝四经·经法·亡论》。 
45《黄帝四经·经法·名理》。 
46《黄帝四经·十大经·观》。 
47《黄帝四经·经法·论约》。 
48《黄帝四经·道原》。 
49《黄帝四经·经法·论》。 
50“禁伐当罪，必中天理。”参见《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51《黄帝四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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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愿望的权利，并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他禁止“大杀服民，戮

降人，刑无罪”，52并警告君主“人恶苛”和“苛而不已，人将杀之”。53 
 
他主张男女生而平等，“柔刚相成，牝牡若形”。54他更表扬了女性的态度（雌节）：

“是谓吉节，是谓绛德。”55例如，轩辕的妻子嫘祖，发现蚕丝可以用来制造丝绸，从而

发明了缫丝方法并开创了养蚕业。她是世界上丝织业的先驱，也令中国文化与文明伴

随着丝绸享誉世界。中国丝绸出口到世界各地，连凯撒时期罗马的贵妇也以身着中国

的优雅丝织品为傲。 
 
首位科学家，他运用轩辕-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只有“唯一不失”的理论才

是正确的。56他坚持实事求是：“情伪有实”，57这一思想之后也被邓小平所提倡。他通

过观测和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发明了轩辕历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他将伏羲的

八卦从文字变成符号（☰☱☲☳☴☵☶☷），并将其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比特八卦。

轩辕已发展出一个深奥的关于科学创造和分配、源自道的存在的故事。58 
 
首位全科医学家， 59他以大慈大悲的胸怀，为人民治病。他建立了当时的医学，

使人民保持健康，度过百岁，同登寿域。他倡导“法于阴阳，和于术数”。60他教导人

们要施用预防性药物，积极预防疾病，增强免疫系统以抵抗任何潜在疾病：61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

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62 
 
首位环境学家，他敬爱大地。作为所有部落的核心首领，他接受了神圣天命，并

向世人宣告，他“畏天、爱地、亲民”以统治中华文化共同体，并帮助每个人追寻其

人生目标。63他使天、地、人和。人若是损害了地，就必定会损害天和人。他宣布：“土

敝者天加之以兵。”64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环境和其代价，这也是任何科学发展观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成本。《黄帝四经·称》： 
“宫室过度，上帝所恶；为者弗居，唯居必路。减衣衿，薄棺椁，禁也。疾役可发

泽，禁也。草丛可浅林，禁也。聚宫室堕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65 
 

                                                
52《黄帝四经·经法·亡论》。 
53《黄帝四经·十大经·行守》。 
54“行法循道，是为牝牡。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形。”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观》；“阴阳，固不

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行争》。 
55《黄帝四经·十大经·雌雄节》。 
56《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 
57《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58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观》；《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黄帝四经·称》；《黄帝四经·道原》。 
59张其成院长提出建议：轩辕是首位医学家。 
60《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61《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62《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63《黄帝四经·十大经·立命》，原文此处由译者陆寿筠及本文作者意译。 
64《黄帝四经·经法·国次》。 
65《黄帝四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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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位人权律师，他宣扬并践行“爱民”和“民本”原则。有三大理由： 
 
一，正如下文其人生使命所述，他主张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追求个人生活目标，

比于1776年写下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伟大人权律师托马斯·杰斐逊早了四千多年。

轩辕热爱人民，并提倡神圣的生命和人类的自由。他于轩辕元年宣布并制定了关于轩

辕大同的使命： 
“我禀赋于天，受意于大地，得力于人心………我谨畏天，敬爱大地，爱护人民，

我帮助迷惑的人们找到他们正确的人生方向…我帮助已有目标的人们实现其人生

理想，我使他们富足。”66 
 
二，接受天命后，轩辕向人们颁布了他的天命大宪章，这是世界上 早的书面大

宪章，授予人们推翻并诛杀暴君的权力。67例如《黄帝四经·正乱》讲述了我们的英雄

轩辕是如何亲自擒杀蚩尤的故事，并详细阐述了轩辕和他的人民如何对待蚩尤，以儆

效尤： 
“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名约蚩尤之旌。充其

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若醢，使天下咂之。”68 
 
他忠告人类遵循其天命大宪章：“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69《黄

帝四经·正乱》亦云： 
“毋乏吾禁，毋留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乏禁，留醢，乱民，绝道，反义逆

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

工。”70 
 

他惩处各地暴君，即使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或被合法指定的暴君也无权统治。统

治者的统治权是有条件的，应确保这种统治以人本与公正的方式对待全体公民为前提

条件，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健康医疗并能平安地享受免费的物质

财富，同时有意愿也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与愿望。此外，任何暴君必无容身之地，

他/她的下场必将是按照正义的法律和正当的程序被逮捕、判决。轩辕曾警告所有暴君：

“人恶苛……苛而不已，人将杀之。”71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被臣民

推翻的商末君主纣王，都被人民推翻并诛杀：希特勒和商纣被迫自尽，前者饮枪而后

者自焚。而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则是被人民处决的——前者被枪决，其尸体被反吊，

后者则被判战争罪并处以绞刑。 
 
天下正义之理：在其法律权限内，轩辕天命可号令万物。他著名的后代周武王和

其弟周公跟随轩辕脚步，逼迫商纣王自焚而死，并建立周朝。72周公以史为例，证明了

                                                
66《黄帝四经·十大经·立命》，原文此处由译者陆寿筠及本文作者意译。 
67《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 
68《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 
69《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 
70《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 
71《黄帝四经·十大经·行守》。 
72参见《尚书·周书》，原文此处援引理雅各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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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反抗暴君商纣师出有名，他解释了商汤诛杀夏桀及其全家的原因：“桀德……是惟

暴德罔后。”73也是因为这一理由，他以周代商。他向天下世人说明： 
“呜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帝钦罚之。”74 
 

正义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否则就没有实现正义。轩辕的天命大宪章是一个面

向来自所有文化、所有种族、所有人的普适之令，因此也适用于全人类。他不仅授权

任何文化共同体的每个公民可以推翻各自国家内违反人本的统治政权，还授权一个文

化共同体的统治政权可以借“天下正”之名，“不襦不传”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惩罚

如希特勒之纳粹这样的犯了反人本之罪的邪恶政权，替天行道，并帮助受压迫和受奴

役的人们终结他们违法的政权，以公平而合法的方式建立一个有美德的新政府。据我

们《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条约中现行的国际法和惯例，这一天命本质上是超越领

土界限的。伟大祖先轩辕在《黄帝四经·观》中严令众人： 
“不达天刑，不襦不传。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75 

 
他批准以上征讨邪恶政权的战争，只有以“天下正”之名终结滥用人权时才是

正当的，这也是依据孟子的人情，即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禁伐

当罪，必中天理。”76如果这样的人道主义干预主要被用作领土扩张的托辞，那么对于

这些侵略性政体，“地将绝之”，因为“地恶广”，77且“见地夺力，天逆其时”。78 
 

三，他发展了中式法哲学并推广了中式法治与义理科学观：道生法与德。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79 
——习近平，轩辕纪年4711年10月23日 

 
4712年前的轩辕元年，轩辕成为了基于科学之道的法治（rule of law）的缔造者和

创始人。法治及义理科学观直接由道产生。五项天命（道）是我们的大宪章：人本、

公正、杨朱的六感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有调控的自由开放市场体制。法和

义理是为了我们的福祉而设计的，而非为了统治者或道的利益，因为道和统治者都因

我们而存在和生存。毫无疑问，道并不凌驾于自身之上，道遵循自身的道治。轩辕法

治及义理科学观并非统治者高于法的法制（rule by law）意识形态，法制是荒谬而落伍

的观念，也是失效的治国之术，应被清扫进封建历史的垃圾桶里，而这也是它真正所

属之处。法制理念是一种“小人”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们仅为一己之私而治理天下。

因此才有了轩辕的天命大宪章，罢免那些只顾一己之私而非人民利益的领导者。这五

                                                
73周公曰：“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呜呼！其在受德，暋为羞刑暴德之人，同

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参见《尚书·周书·立政》。 
74《尚书·周书·立政》。 
75《黄帝四经·十大经·观》。 
76《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77“地恶广……广而不已，地将绝之。”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行守》。 
78“见地夺力，天逆其时。”参见《黄帝四经·十大经·顺道》。 
79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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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天命是世间万物的大宪章。因为这些法与义理对所有人来说是同一标准，所以任何

人都应当公平地以这一源于至高无上且理性的道为标准。按此标准，每一个人都可以

理解、判断、遵循法及义理。故而没有任何人或君主、80任何组织或政党可以凌驾于这

些法与义理之上；此外，每一个人和组织在此标准下一律平等，无一例外。81《黄帝四

经·道法》：“见知之道”，“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度量已具，

则治而制之矣。”82 
 
他卸下人们的枷锁，使人们翻身获自由。四千年后，伊曼努尔·康德发现，如果人

只由源自道的轩辕法治和德治评判，“那么他就是自由的”。83如果法治取决于人治或

先知之治，那么人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所以，人人都不会遭致非正当程序下的起诉、

罚款及逮捕，不会遭致因非正当搜查和捕获而导致的恐惧，不会遭致酷刑，从而能自

由地追寻杨朱的六感自由、自在无为地在自然中生活。伟大的法家学者商鞅曾观察到，

轩辕“诛而不怒”，84因为这里的刑罚是公正的。85正因如此，他禁止专制的人治，并在

法治与义理科学观中规定，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强烈反对酷刑，并宣布：“一国而服三不辜者，死；废令者，亡。”86他告诫当权者

不要滥用职权：“人执者流之四方。”87 
 
兹决议，轩辕是我们的赫赫始祖、命世之英、中华文化文明的缔造者和赋予者、

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人。他是自轩辕元年起我们伟大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也象

征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轩辕思想不仅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本源，也是近五千年来

亿万华夏子孙的多元化思想的本源； 
 

兹决议，他根据以道为基础的中式法哲学建立法治与义理科学观。因此，我们应

当振兴和重建法治与义理科学观，在尽责的“立法者”和“执法者”手中，一切以法

和理“断之”，他们会无私地为所有人维持公平的正义，始终如一，一视同仁，毫无

例外。《黄帝四经·君正》：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

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88 
 
兹决议，我们依据道治、党治、民治、法治与德治，建立由全国人大监督的

独立宪法法庭。这些精公无私的法院“执法者”须“虚静谨听”，不受任何个人或少

                                                
80“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参见高道蕴：《传统

中的法、自然与道》。 
81“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参见新华网：《胡锦涛十八大报告

（全文）》。 
82《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83引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6章。 
84君王说：“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参见《商君书》，原文此处援引戴闻达英译本，下同。 
85本质上讲，轩辕提倡一种简单的法治及义理之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包括君主本人在内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这种法治及义理之治的状态下，民众乐于接受管理。受赏不喜，受罚不怒，因为赏与罚是依法实施且为受者应得。参

见廖凯原：《黄帝范例：中国法治与义理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另见《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86《黄帝四经·经法·亡论》。 
87《黄帝四经·经法·国次》。 
88《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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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的利益影响。他严令法官和法庭独立，免受政治压力影响，以严格执法，明辨是

非。这正是轩辕的司法审查程序。《黄帝四经·名理》： 
“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理。”89 

 
秦国伟大学者型改革家商鞅在《商君书》中证实了他的英明事迹：轩辕统治之下，

人们“诛而不怒”，90因为这里的刑罚是公正的。 
 

兹决议，设立新的全国仪式，每位中国人都应致力成为心中养诚的君子，实事求

是91以致知9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93通过掌握轩辕的先予后取和灌输弘扬为人

人带来人本、公正、杨朱的DoReMiFaSolLa、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有调控的自由

开放的市场体制的五项天命，他将重塑自己的使命。他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全

人类而奋斗。他将建立一个“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94的大同世界，其中人人享有

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因此，每一位有能力的华人毕生应至少于农历

三月三前往圣城新郑朝拜一次，向轩辕致敬并以共同主权体的身份亲自接受天命；他/
她应进行“孝义”仪式，在轩辕——我们的赫赫始祖、命世之英、中华文化文明的的

缔造者和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人面前宣誓：他将弘扬“天下正”，“不达天刑，

不襦不传”，在世上惩恶行善；95 
 
兹决议，鉴于习主席赞许黄陵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96我们设立新的全国仪式，

每一位有能力的华人毕生应至少于四月前往圣地黄陵朝拜一次，为轩辕——我们的赫

赫始祖、命世之英、现代中华文化文明的的缔造者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人扫墓，97

以尽孝道； 
 
兹决议，用科学观来振兴中华传统仪式，若无历史和实际需要，则清除其中迷信

元素和不科学的观点。我们应该加强和重兴中华子女对父母和先祖的孝道。我们应当

与时俱进地振兴《大学》，建立和谐的大同世界；我们因此推介以下五种关系：1）每

个主权体和其真实自我之间，2）和亲友、团体之间；3）和现代文化共同体之间；4）
和人类与自然之间；5）和其先祖轩辕之间，这样的关系缔造了美德，美德要求人们履

行义务，这样才能赋予那些履行者相应的权利。这就是王阳明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此外，我们将在日后的婚礼、葬礼、问候、日常活动等中创造并分配新习俗、自我强

化的新思想和充满生机的新文化。通过信息动力学的共识，我们将自愿地更新、振兴

和复兴他们，使之在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的带领和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

                                                
89《黄帝四经·经法·名理》。 
90君王说：“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参见《商君书》。 
91轩辕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 
92《礼记·大学》，原文此处援引理雅各的英译本。 
93《论语·为政》，原文此处援引理雅各的英译本。 
94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95《黄帝四经·十大经·观》。 
96大公报：《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97中国人对先祖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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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系2.0的指导下，共同成为新仪式、新习俗、新文化和新思想。每一代人都有权根

据时代需求来修改这些仪式；98 
 
兹决议，为了提倡“妇女撑起半边天”99的中国社会主义，我们应从文化和法律

上加强男女平等，使男性女性均可在婚姻中保留自己的姓氏；另外，男性子嗣应当继

承父亲的姓氏，而女性子嗣应当继承母亲的姓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通

过科学方式发现了男性的Y染色体的DNA谱系仅由父亲传给儿子，以创立父系历史，

我们也进一步发现，线粒体DNA谱系仅由母亲传给女儿，以创立母系历史。100这样一

来，女性子嗣不应被区别对待或被歧视，因为他们和男性子嗣一样，也在家族姓氏和

基因物质方面“撑起半边天”。这将会减少生男多于生女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男

女比例也将会根据自然而达到平衡。因此，任何家庭都应自由决定和选择他们认为适

合自己子女的姓氏。每个家族都应保留并更新自己的族谱。国家将会尊重每个家庭的

神圣性，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干涉其姓氏选择； 
 
兹决议，恢复并在格里历中重新设立国际轩辕纪年，以示中华历史传承性和

国际合作性。例如，今日是轩辕纪年4712XY（2015AD，即公元2015年）7月4日，因此

我们可以在格里历之上嵌入轩辕纪年，以纪念我们的始祖轩辕和其他共同创立者的丰

功伟绩，他们深爱着我们，在1XY（2697BC，即公元前2697年）建立了现代中华文化共

同体。而对任何发生在1XY轩辕统治之前的事件，我们可以用轩辕前纪年（BXY）表示。

举例来说，轩辕生于20BXY（2717BC）；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大约是处于

2603-1603BXY（5300-4300BC）的时期，于4633XY（1936AD）被发现；而长江流域下游

的河姆渡文化则约处于4303-2303BXY（7000-5000BC）的时期，于4670XY（1973AD）首

次被发现； 
 
兹决议，设立父亲节，作为国定假日，定于农历三月三日，纪念轩辕生辰； 
 
兹决议，设立母亲节，作为国定假日，定于农历六月六日，纪念嫘祖与轩辕成

婚之日，以示对她创造和传播中国丝绸文明的敬意。

                                                
98习主席写道：“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99毛泽东思想。 
100参见维基百科：《线粒体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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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召唤  
 

我们的赫赫始祖是命世之英，1 
你一统天下，永久建立现代中华。1 

肇造无尽中华文化文明，1 

你的不朽睿智，光披遐荒，1 
天地人和，2 

统一形名，奖善惩恶，2 
为全人类颁布天命，2 

制定源自道的法治和五项天命，2 
郑重宣誓你的中国梦：2 
畏天、爱地、亲民, 

追梦 ...寻梦 ...圆梦。 
 

你可听见轩辕在歌唱？3 
他正唱着你心中的激情之歌！  

歌颂大同的爱之歌，  
免费教育，人人终身享有，  
免费医疗，人人终身享有，  

免费物质财富，人人终身享有，  
不要问4轩辕在呼唤谁，  

他正在召唤着你！  
承载燎原之火，5 
永世守卫圣焰，  

DoRe...DoReMiFaSolLa6...DoRe... 
  

                                                
1翻译和改编自毛泽东和朱德：《祭黄帝文》。 
2由廖凯原根据陆寿筠的《黄帝四经》英译本修改。 
3《悲惨世界》：“你是否听到人民的歌声？这是不愿再为奴的民族的音乐在回响……那么请参加这场战斗，你会得到你的

权利──得到自由！” 
4约翰·F·肯尼迪演讲：“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5引自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杨朱自由的六大音符：让我来吧！  

Do—听的自由：听我欲听之声，如同宇宙通过我们聆听自己在这星球中的热情和神圣旋律； 
Re—观的自由：观我欲观之物，如同宇宙通过我们积极汲取我们的美丽世界，游目畅怀，以其创造力升华我们； 
Mi—享受美的自由：享有我们所喜爱的一切美丽事物，如同宇宙通过我们享有纯洁本真的美丽，实现艺术表达，融

入自然； 
Fa—言的自由：言我欲言之语，如同宇宙通过我们庄严诉说，让身为天命人的我们能够听到天命。因此，人民的声音

就是上天的意愿，人民共同的心声，便是五项天命（人本、公正、杨朱的六感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以及有

调控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 
Sol—生活的自由：享受我们向往的平静而轻松的生活，如同宇宙通过我们在沉思中放松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因

此，天命人可自由无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被肉体折磨、精神痛苦所扰； 
La—思和行的自由：为我们所欲之物而思考和行动，如同宇宙通过我们进行思考和行动，为在世间和宇宙执行天命

而行一切必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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